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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问题

广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昨

日， 广东省以及广州市“扫黄打非”

工作领导小组在广州市白云国际会

议中心举办 2019 年侵权盗版出版物

及互联网有害信息集中销毁活动。

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省

“扫黄打非”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傅华

总结了广东省 2019 年以来打击侵权

盗版取得的成果。 据了解， 今年以

来， 全省“扫黄打非” 战线以强化

日常监管为基础， 以开展专项行动

为平台， 坚持网上网下联动打击，

先后开展各项行动， 收缴各类非法

出版物 62.3 万件， 清理网上有害信

息 65 万条，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记者还在现场了解到， 去年以来，

广州市共收缴非法物 370 万册

（张）

，

办理“扫黄打非” 案件 287 起， 广州

市荣获国家版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授予的中国版权金奖和保护奖。

傅华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

护”， 加大打击侵权盗版和互联网有

害信息工作力度， 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随后， 参加活动的省、 市领导同

志启动粉碎机， 公开销毁 100 万件侵

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 活动现场还

发放了“绿书签” 等“扫黄打非” 宣

传资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刘海弘 陈莉 陈玉敏）

近日， 广州

白云警方为物流快递企业管理工作量

身定做的“神器” ———“云递安” 物

流寄递管控系统再次“发威”， 这次

发挥的是它强大的巡查管控功能， 揪

出一名没有如实采集快递包裹实名信

息的寄递收件员， 为此， 该名寄递收

件员因违反 《居民身份证法》 冒用他

人居民身份证被拘留 3 天！ 这是白云

区实行“五个百分百” 治安管控措施

以来， 白云警方对个人开出的首份罚

单。

4 月 17 日， 龙归辖内的物流民警

使用“云递安” 物流寄递管控系统巡

查监管功能， 后台对辖区内的物流企

业和从业人员进行抽查时， 发现一件

由永兴村某快递公司发货寄往省外的

包裹信息有异常， 该公司寄递收件员

在揽件时登记的客户信息与“云递

安” APP 扫描运单上的客户信息不一

致。

于是， 民警来到该快递公司现场

检查， 发现在 3 月 28 日当天， 该公司

寄递收件员林某在龙归上圳街附近的

路边， 收到客户陈某要寄往不同地点

的 5 件包裹时， 为了省事而没有当场

要求陈某出示身份证录入“云递安”

系统及实施开箱验视的检查步骤， 而

是在收完件回到店内， 使用 5 张不同

的身份证将陈某寄出的 5 件包裹信息

录入“云递安” 系统， 没有落实“五

个百分百” 的相关要求。

目前， 林某因冒用他人居民身份

证， 被白云警方行政拘留 3 天。 该快

递公司疏于安全管理， 未真正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 致使快递员林某在揽件

过程中既未实名登记， 也未开箱验

视， 为此， 快递公司被白云警方依法

查封处理。

白云警方提示， 物流寄递行业都

应当依法履行相关主体责任， 对于未

落实“五个百分百”， 即“100%实名

收寄、 100%技防安检、 100%开箱验

视、 100%持证经营、 100%从业登记”

的企业， 白云警方将依法严肃查处。

广东集中销毁侵权盗版出版物

管控“神器”揪出快递员作假

事发白云区龙归，涉事快递员被行拘

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借调研之机公款旅游 医院领导受处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粤纪宣）

据南粤清风网28日消息，

五一、端午节将至，为加强警示教育，

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现将广东

省查处的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省纪委监委指出， 这4起典型问

题， 有的借调研之机公款旅游和收

受礼品， 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红

包礼金， 有的揩公家的油私车公养，

有的滥发津补贴为小圈子谋利。 这

些问题的发生， 表明“四风” 问题

在一些地区和单位特别是企事业单

位、 基层站所、 村居还屡禁不止，

纠正“四风”、 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仍然任重道远。

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主要负

责同志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决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提高

政治站位， 保持清醒认识， 压实主

体责任， 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改进作风作为“两个维护” 的具体

体现， 盯住时有发生的收送红包礼

金、 私车公养、 违规发放津补贴等

问题， 开展案件剖析， 深化标本兼

治， 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 不

想腐。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

履行监督责任，织密监督网络，紧盯

重要节点和关键环节， 对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露头就打，对

“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对

典型案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推动有

关地区和部门以案明纪、 以案促改，

决不允许“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省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等人调研期间公款旅游

2017年国庆节前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赵一俏、副院长黄

位耀带领省第二人民医院有关人员一行14人，前往对口支援的四川省甘孜州

人民医院调研。 期间，调研组前往泸定桥和跑马山等景区旅游，费用共3.35万

元由甘孜州人民医院支付； 另每人收受甘孜州人民医院赠送的一套茶具，每

套单价600元。 2018年12月，赵一俏和黄位耀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相

关违纪所得被收缴。

深圳坪山妇幼保健院药剂科原负责人收受红包礼金

2013~2017年的春节、中秋期间，深圳市坪山区妇幼保健院药剂科原负责

人包建忠利用主持药品采购工作职权， 多次收受4家医药公司业务员所送礼

金和购物卡，价值人民币2.9万元。 2018年11月，包建忠受到政务记过处分。 相

关违纪款被收缴。

惠州惠城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所长私车公养

2015~2018年， 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所长欧伟泰多次通过

刷公务卡的方式， 用公款为其两张私人加油卡充值和为其私车加油， 共计

1.14万余元。 2018年12月，欧伟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相关违纪款被收缴。

韶关乳源一村委会主任违规发放津补贴

2016~2017年，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洛阳镇坪溪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陈永华在没有文件依据且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的情况下，违规

给8名村“两委”干部发放节日补贴和春节加班补助共计3.1万元，其中陈永华

违规领取4000元。 2018年9月，陈永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相关违纪款被

收缴。


